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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莞市肖特电子公司一行3人
抵达忠县，洽谈2亿元聚合物锂电池投资
项目。为忠县与肖特电子公司牵线的便是
忠县人范茂荣。

“不到一年时间，他为忠县引来两个投
资商。”忠县新能源招商组组长刘从生透
露，去年9月，范茂荣还引来天辉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的4亿元投资项目。

一年前，范茂荣还抱着资金不知往哪
儿投。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是家乡的“情
怀招商”让他走上返乡路——在忠县投资
1亿元生产锂电池。站稳了脚跟，他不但
将工厂从东莞全部搬回忠县，还主动为家
乡招商引资。

去年，忠县突出“情怀招商”，共引进项
目178个，协议引资268.3亿元，到位资金
60.2亿元，1.6万人踏上了返乡的创业就业
路。

30万外出人员是一座“金矿”

范茂荣是忠县汝溪镇人，在东莞打拼
7年多，早就有回家发展的念头，但因对忠
县投资环境、政策不了解，一直未敢行动。

去年1月，广东重庆忠县商会成立。
参会的忠县政府工作人员获知范茂荣有投
资家乡的意向后，随即跟踪落实，促成了他
返乡创业。

“信息不对称，如大海捞针；信息对称，
事半功倍！”忠县县委负责人称，世界制造
业的生产分割与国际分工，为招商引资提
供了机会。如果信息不匹配，就会出现企
业找不到投资的地方，招商引资地区找不
到发展的项目。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可
以顺着乡情这条纽带招商引资，实现二者
快速有效对接。”

忠县有忠文化魅力，有国家扶持政策
叠加，有多式联运港口物流优势，有乌杨新
区、临港新城、电竞小镇、三峡港湾、田园综
合体等投资平台，有新能源、医药、智能装
备、资源加工等产业链条，这些都是忠县的
优势资源。

与此同时，忠县开展了人才普查摸底
调研工作，准确掌握了全县人才资源状况，
发现全县在外务工人员达30万人，还有不
少成功人士。

“30万外出人员是一座金矿！”该负
责人称，这些忠县人走南闯北，拥有资金、
技术、市场、信息等资源。政府就要利用

家乡情怀、库区情怀，加大与外出成功人
士的对接力度，实施忠县籍人才“领雁回
归”行动，鼓励他们把更多的招商信息提
供给家乡，把更多优质项目建在家乡，把
更多先进技术带回家乡，把更多高层次人
才引入家乡，“共筑以忠县为圆心、以情感
为纽带、以项目为载体的‘同心圆’，形成
回归效应。”

11个专业招商组出门“寻亲”

忠县人吴辉是北京赛迪顾问新能源
汽车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主要研究新能
源汽车产业领域。去年，他第一次与刘从
生接触就发现，这个从家乡来的招商干
部，谈起新能源产业并不外行。之后，吴
辉与忠县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为家乡新能
源产业做规划、培训，免费为政府提供智
力支持。

其实，刘从生与其他招商干部一样，外

出招商都是有备而去。去年初，忠县抽调
55名干部组成锂电、医药等11个专业招
商组；组织大家前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
接受产业实地教学，邀请招商实战专家到
忠县进行业务培训；最后每个招商组采取
PPT形式就招商项目进行产业分析比拼，
从而打造一支专业化的招商队伍。

“乡情只是‘敲门砖’。”忠县招商局负
责人坦言，过去招商干部介绍完投资项目、
优惠政策后就没话了，要么“开黄腔”、要么
一问三不知。“这次要求大家努力成为投资
商的顾问、谈判的高手。”

50岁的叶国兵，从乡镇人大主席岗位
上抽调到医药组负责招商。虽然拟定拜访
目标企业中多数有老乡，但究竟去哪儿“认
亲”呢？当初，他也茫然。

一次，叶国兵从互联网查询招商信息
得知，河北省石家庄、浙江省台州市等地药
企因环保压力停产不少。他在网上搜到了

“忠县人在石家庄”的QQ群，并主动加了

进去。经群主接待推荐，叶国兵所在的医
药招商组前往石家庄，参观了10余家医药
企业，面谈的都是董事长或总经理。

11个招商组，比学赶超，以“扫街、扫
楼”的毅力出门“认亲”，想方设法招项目，
全力以赴引企业。

去年，忠县全县累计开展招商活动
1462 天，拜访企业 1396 家，接待企业
1913次。

县委主要领导全年外出招商50多天，
分管招商工作的副县长飞机行程达8万多
公里。

引回1.6万人返乡创业就业

去年9月，深圳联合金融控股有限公
司与忠县签署总部结算与落户协议。到目
前为止，该公司在忠县税收贡献超过1亿
元。该公司董事长、忠县人何红强也是广
东省重庆忠县商会会长。他表示，下一步
要把商会建成忠县土特产在广东省“走出
去”的一个门户，以及忠县人在广东省求
职、创业的一个信息平台。

过去，忠县与电竞产业毫无关联。去
年3月，经忠县人张红军介绍，忠县与大唐
网络旗下天天电竞（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在忠县打造以人才
孵化、数据处理、游戏确权等为一体的电竞
小镇。张红军坦言，他被忠县的潜力和活
力感染。

忠县人、北京洁丽雅保洁有限公司董
事长冉秀琼，不但在忠县注册成立公司，还
5次带领多家企业高管和行业精英到忠县
考察。

“树高千尺不忘根，水流万里总思源。”
忠县“情怀招商”唤醒了外出成功人士的家
乡情结，激活了他们返乡创业的回归效
应。据统计，去年，忠县在外务工人员返乡
创业就业达1.6万人。

以情感为纽带 以项目为载体

忠县“情怀招商”吸引游子返乡创业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4月 13日，重庆市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总队举行揭牌仪
式。据了解，该执法总队将履行
十项行政执法职责任务。

这10项职责任务为：
一是贯彻执行有关城市管

理行政执法的法律、法规、规章
和方针政策，依法接受委托集中
行使市级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范围内的行政处罚权及相应
的行政强制措施。

二是承担市政公用、市容环
卫、城市供水排水、路桥收费、园
林绿化、风景名胜方面市直管及
跨区域的各项行政处罚及相应
的行政强制职能。

三是承担环境保护管理方
面市直管及跨区域的露天烧烤
污染、城市焚烧沥青塑料垃圾等
烟尘和恶臭污染、露天焚烧秸秆
落叶等烟尘污染的行政处罚及
相应的行政强制职能。

四是承担工商管理方面市
直管及跨区域的户外公共场所

无照经营、违规设置户外广告的
行政处罚及相应的行政强制职
能。

五是承担交通管理方面市
直管及跨区域的侵占城市道路
的行政处罚及相应的行政强制
职能。

六是承担水务管理方面市
直管及跨区域的向城市河道倾
倒废弃物和垃圾的行政处罚及
相应的行政强制职能。

七是承担食品药品监管方
面市直管及跨区域的户外公共
场所食品销售和餐饮摊点无证
经营的行政处罚及相应的行政
强制职能。

八是负责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重大复杂违法违规案件
查处。

九是负责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队伍纠察工作，承办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专项整治行
动和重大执法活动。

十是组织推进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

市城市管理综合
行政执法总队成立

共10项职责任务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4月
15日15时左右，在苦苦等待云开
雾散6个多小时后，参加云阳龙缸
翼装飞行表演的6名翼装飞行高手
从直升机上一跃而下，以“人”字形
编队成功飞越云端廊桥。

15日一早，龙缸景区细雨霏
霏，雾气迷蒙，这给翼装飞行表演带
来了极大困难。在实地查看天气及
地形状况后，6名翼装飞行高手一
致决定取消上午的飞行表演。

“翼装飞行是挑战人类生理和
心理极限的运动，天气和地形条件
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飞行的成
败。”被誉为“亚洲翼装飞行第一人”
的张树鹏介绍，由于上午龙缸景区
大雾弥漫，因此他们决定等一等，希
望下午的天气能有所好转。

果然，下行2点左右，弥漫在龙
缸景区的大雾逐渐散去，云层高度
达到了2000米以上，天气条件已经
能够满足翼装飞行的要求。

15时许，大型直升机载着6名
翼装飞行高手从龙缸景区天河广场
起飞，迅速爬升至2500米的廊桥上
空。悬停准备后，6人同时从机舱
跃出，5 名队员迅速在空中组成

“人”字型编队，在詹姆斯·波尔
（James Boole）的环飞拍摄中，
编队极速掠向云端廊桥，并在廊桥
上空以200公里/小时的时速飞跃，
冲向石笋河峡谷。在到达最低安全
高度后，运动员迅速开伞，精准降落
在预设的水面浮台上，成功完成翼
装编队飞行挑战。

“本次翼装编队飞行在重庆历
史上尚属首次。”云阳县副县长贺炜
介绍，此次参加飞行的不仅有“中国
翼装飞行第一人”张树鹏、智利空军
F16战斗机驾驶员塞巴斯蒂安·阿
尔瓦雷兹（Sebastian Alvarez），
更有好莱坞极限大片《极盗者》的御
用 翼 装 摄 像 师 詹 姆 斯·波 尔
（James Boole）环飞跟拍。

与2016年张树鹏单人翼装飞
跃龙缸相比，此次翼装飞行表演不
管是飞行阵容、编队难度、滞空时
长还是视觉观赏度都有了大幅提
升！

“每一次，我们都在挑战新的难
度，都在挑战昨天的自己。”张树鹏
说，不断挑战自我，即是对人类极限
的挑战，也是为了给观众奉献更多
更精彩的表演。

重庆首次重庆首次！！66名翼装飞行高手名翼装飞行高手
成功编队飞越云端廊桥成功编队飞越云端廊桥

▲4月15日，云阳县龙缸景区，参加云阳龙缸翼装飞行表演的翼装飞行
高手成功飞越云端廊桥。

▲4月15日，云阳龙缸
景区云端廊桥上，游客观看
翼装飞行表演。

本栏图片均由记者谢
智强摄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4月 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环保局获悉，今年一季度，重庆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77天，同
比增加9天。空气中PM2.5浓
度同比下降21.2%，但臭氧浓度
同比上升22.4%。

今年年初，重庆印发了
《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
务分解》，将50条2000余项措
施分解到相关区县、市级部门和
近万家企业。同时，重庆各相关
部门抓紧抓严冬春季攻坚行动，
印发《2018年不利气象条件空
气污染应对专项工作 1+6 方
案》，市环保局会同市经信委、市
城乡建委、市城管委、市交委、市
公安局、市农委、市气象局等部
门，点对点强化督查，狠抓重点
领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在工业污染控制方面，华能
珞璜电厂、恒泰电厂完成国家超
低排放改造任务；主城和渝西片
区完成水泥和砖瓦企业错峰生
产50天；开展蓝天行动专项监

测与执法，对146个废气排口进
行了检测；开展利剑行动检查问
题企业87家。此外，全市纳入
今年关闭计划的186户砖瓦企
业已完成162户。

在扬尘污染控制方面，重庆
对3000余个工地和400余条道
路强化扬尘控制。完成扬尘控
制示范工地和道路建设200余
个（条）；处罚控尘不到位工地、
道路、渣场336处，查处渣土运
输车1320台次；出动洗地车、水
车、雾炮车等机具设备23.85万
台次，冲洗用水169万吨。

在交通污染控制方面，重庆
一季度累计抽查机动车检验机
构30余家，检验机动车30余万
辆；纠正并查处黄标车、尾气超
标和冒黑烟车7万件。

在生活污染控制方面，各
相关部门制止露天焚烧、烟熏
腊肉、露天烧烤行为336件，完
成治理餐饮油烟136家，进一
步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和无
煤区。

重庆一季度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达7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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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
珩）4 月 15 日，据市气象台预
计，未来三天，我市将再度开启
晴好升温模式，全市最高气温将
高达33℃。

最近，重庆的天气来得太陡，
直接“秒入夏”、“秒入冬"，让人措
手不及。不过，好消息是我市气
温将迅速回升，具体来看，15日
夜间到16日白天，各地多云转

晴，大部地区气温10～27℃，城
口及东南部7～24℃，主城区多
云转晴，13～24℃；16日夜间到
17日白天，各地晴间多云，大部
地区气温12～31℃，城口及东南
部8～27℃，主城区晴，15～28℃；
17日夜间到18日白天，各地晴转
多云，大部地区气温15～33℃，
城口及东南部10～29℃，主城
区晴转多云，17～29℃。

重庆又热起来了
未来三天最高气温达33℃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重庆妹子李雪芮再创佳绩！4月
15日，在海南结束的陵水国际羽
毛球大师赛女单决赛中，李雪芮
发挥出色，以2比1力克韩国选
手金佳恩，重回冠军领奖台。

作为中国羽毛球女单曾经
的“一姐”，李雪芮在里约奥运
会女单半决赛中突然受伤，不仅
0比2不敌西班牙选手马琳无缘
决赛，赛后还被诊断为左膝十字
韧带断裂，只能进入漫长的修复
期。在这之后，李雪芮先在德国
接受治疗，本计划在去年4月的
中国大师赛上复出，但为了稳

妥，不得不推迟了复出时间，最
终选择在陵水国际羽毛球大师
赛复出。

在15日进行的决赛中，面
对韩国小将金佳恩的挑战，李雪
芮显得有些“慢热”，被金佳恩以
21比 16的比分拿下首局。输
掉首局比赛却让李雪芮放下了

“担子”，在随后的比赛中凭借丰
富的比赛经验掌控了比赛局势，
并以21比16和21比18连追两
局，最终2比1逆转对手，成功
获得复出后首冠的同时，也获得
了5625个积分和近6000美金
的冠军奖金。

冠军归来
李雪芮获陵水羽毛球大师赛女单冠军

更多精彩内容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4月 14日下午，重庆市第八中
学渝北校区室内体育馆内热闹
非凡，许多市民冒雨带孩子前来
观看第33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参赛项目的公开展示，
并驻足聆听小选手们的讲解和
演示。

重庆日报记者发现，今年的
参赛项目中，“智能化”成高频
词，选手们还喜欢把来源于生活
中的创意“变现”，让科技为高质
量生活服务。

来自酉阳二中的冉超峰的
智能化点子，缘于对家乡传统小

吃油粑粑的钟情。他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炸粑粑时热油很容易
伤人，他从“能不能开发一种既
安全又不改变传统的炸粑粑设
备”出发，自学C语言，用单片机
写程序，动手制作了一台微型智
能油粑粑机。只需轻轻一点屏
幕，机器就能完成送料、炸粑粑、
沥油等操作。

据大赛承办方市科协科技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本届大
赛参赛项目普遍质量较高，选手
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智能化、物联
网、大数据等发展趋势，并把创
新点子和生活实际相结合。

第33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参赛项目智能化


